
 
 

 

 
 

 

 

 

 

 

 

 

 

 

 

 

 

 

 

 
 
 
 
 
 

 

 

財務訊息披露 

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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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銀行亞洲股份有限公司 

資產負債表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 

   
澳門幣  

資產 資產總值 備用金, 折舊和減值 資產淨值 

現金 120,206.31   120,206.31 

AMCM 存款 17,246,966.12   17,246,966.12 

應收賬項 236,900.00   236,900.00 

在本地之其他信用機構活期存款 94,668,965.62   94,668,965.62 

在外地之其他信用機構活期存款 13,800,999.58   13,800,999.58 

其他流動資產 95,129.85   95,129.85 

放款 396,180,748.92  1,210,000.00 394,970,748.92 

在本澳信用機構拆放    

在外地信用機構之通知及定期存款 18,379,200.00   18,379,200.00 

股票, 債券及股權 32,159,600.00   32,159,600.00 

債務人 2,048,416.68   2,048,416.68 

其他投資    

財務投資 100,000.00   100,000.00 

設備 3,346,300.80 2,436,685.01 909,615.79 

遞延費用 27,219,634.82 9,422,675.73 17,796,959.09 

開辦費用 9,346,112.60 6,398,482.29 2,947,630.31 

未完成不動產 2,465,132.80  2,465,132.80 

內部及調整賬 1,843,658.75  1,843,658.75 

總額 619,257,972.85 19,467,843.03 599,790,12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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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銀行亞洲                            
 

資產負債表於 

股份有限公司 
 

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 
澳門幣  

負債 小結 總額 

活期存款 55,908,091.15   

定期存款                                                  
148,078,668.25     

公共機構存款 - 203,986,759.40 

本地信用機構存款                                                  
-     

外幤借款                         34,239.61   
應付支票及票據 73,844.03                                    
債權人 826,517.00   
各項負債 174,471.00 1,109,071.64 

內部及調整賬                            
10,213,629.90 

各項風險備用金                           
4,690,720.00 

股本                         
200,000,000.00    

法定儲備                           
56,762,954.15   

其他儲備                                 
112,873.04  

                      
256,875,827.19 

歷年營業結果                         
128,447,513.43   

本年營業結果                              
(5,533,391.74) 122,914,121.69 

總額   599,790,129.82 

   

  澳門幣  

備查賬 金額 

代客保管賬                                                 
-   

代收款 21,414,865.29 
扺押賬 1,061,541,028.89 
保證及擔保付款 91,478,045.95 
信用狀 8,085,214.82 
承兌匯票 0.00 
期貨買入   
期貨賣出   
其他備查賬 815,631,54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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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營業結果演算 
營業賬目 

   澳門幣

借方 金額 貸方 金額 

負債業務成本 2,801,493.28 資產業務收益 11,152,028.31

人事費用  銀行服務收益 256,194.06

      董事及監事會開支 3,390,788.64 其他銀行業務收益 1,794,880.36

      職員開支 3,983,095.16 證券及財務投資收益 327,705.59

      固定職員福利 285,053.78 其他銀行收益 25,571.40

     其他人事費用 120,168.00 營業損失  5,531,388.74

第三者作出之供應 95,992.00   

第三者提供之勞務 5,690,969.90     

其他銀行費用 113,322.24     

稅項 72,470.02     

非正常業務費用 80,198.02     

折舊撥款 2,454,217.42     

備用金撥款 0.00     

營業利潤 0.00     

總額 19,087,768.46 總額 19,087,768.46

     

 

                                           損益計算表                                     澳門幣 

    
借方 金額 貸方 金額 

營業損失 5,531,388.74 營業利潤 0.00

歷年之損失  歷年之利潤 0.00

特別損失  特別利潤   

營業利潤之稅項撥款 2,003.00 備用金之使用   

營業結果(盈餘) 0.00 營業結果(虧損) 5,533,391.74

總額 5,533,391.74 總額 5,533,391.74

    
    

          會計主管             銀⾏營運主管             ⾏政管理委員會主席  
                              鄭錦紅                                              陶銘傑                              莫家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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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導機構 
 
股東大會執行委員會 
Maria de Lourdes Nunes Mendes da Costa (主席 -離職日期 4.7.2017) 
Rui Luís Cabral de Sousa (秘書 - 離職日期 4.7.2017) 
許楚家 (主席 - 委任日期 4.7.2017) 
楊茲城 (秘書 - 委任日期 4.7.2017) 
王露 (秘書 - 委任日期 4.7.2017) 
 
董事會 
Vitor Manuel Lopes Fernandes (離職日期 7.6.2017) 
Rui Manuel Fernandes Pires Guerra (離職日期 7.6.2017) 
Paulo Jorge Carrageta Ferreira (離職日期 7.6.2017) 
Sio Chi Wai (離職日期 7.6.2017) 
章晟曼 (主席 - 委任日期 11.8.2017) 
José Manuel Trindade Morgado 
Paulo Jorge Fernandes Franco  
張晨 (委任日期 11.8.2017) 
王露 (委任日期 11.8.2017) 
許楚家(委任日期 11.8.2017) 
顏婉明(委任日期 11.8.2017) 
陳華(委任日期 11.8.2017) 
黃光海(委任日期 11.8.2017) 
林文傑(委任日期 11.8.2017) 
 
執行委員會 
Paulo Jorge Fernandes Franco (離職日期 7.6.2017) 
José Manuel Trindade Morgado (執行董事 - 9.9.2017) 
張晨 (行政總裁 - 委任日期 9.9.2017) 
王露 (委任日期 11.8.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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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事會 
Joaquim Jorge Perestrelo Neto Valente (離職日期 7.6.2017) 
José Manuel Macedo Pereira (離職日期 7.6.2017) 
Vitor Tang Chon In (離職日期 7.6.2017) 
陳曉春 (主席) (委任日期 11.8.2017) 
黃顯輝(委任日期 11.8.2017) 
崔世昌核數師事務所 (由莫子銘代表) (委任日期 11.8.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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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行持有超過有關資本百分之五或超過自有資金百分之五
之出資的有關機構 

 
歐洲私人服務 (澳門) 有限公司. 25% 

 

主要股東 
  
截止 二零一七年五月二十一日 面值 1,000澳門元的普通股 
 持股量 百分率 
   
新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200,000   100% 

從 二零一七年五月二十二日起 

立橋控股有限公司               26% 

新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25% 

京銀(澳門)控股一人有限公司               15% 

兆達投資有限公司                15% 

晟曼投資一人有限公司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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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現金流量表 
經營業務活動    
營業損失   (5,531,389) 
調整項目：    
折舊和攤銷   2,454,218 
攤銷證券投資溢價   (72,216) 
準備金增加   - 
固定資產變賣收益   - 
銷證券投資溢價   - 
固定資產費用調整   - 
匯兌損失   1,454,109 

   (1,695,278) 
經營資產減少 / (增加)    
存放金融管理局存款變動   5,324,000 
貸款和墊款變動   (41,301,773) 
原本期限為 3個月以上的外國信貸機構
存款變動   183,596,900 

其他資產變動   1,485,548 
經營負債 (減少) / 增加    
活期存款變動   4,962,936 
定期存款變動   (350,156,998) 
本地信貸機構借貸變動   - 
其他負債變動   8,955 
其他應付款變動   (927,339) 
   --------------------- 
經營業務活動所使用之現金   (198,703,049) 
 
已付稅項   (2,003) 
   --------------------- 
經營業務活動所使用之現金淨額   (198,705,05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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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現金流量表 (續) 
投資活動    
出售固定資產所得款項   - 
銷證券投資溢價   - 
購入固定資產及遞延費用   (4,707) 
     

投資活動所使用之現金淨額   (4,707) 

   --------------------------  
現金和現金等價物減少淨額   (198,709,759) 
    
於 1月 1日的現金和現金等價物   324,546,897 
     

於 6月 30日的現金和現金等價物   125,837,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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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資產負債表以外的風險 (衍生工具交易除外)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本行的或有負債及未償付承擔如下： 

(a) 在結算日的資產負債表以外的未償付項目 (合約金額 ) (以澳門幣計 ) 
   
已發出的保證及擔保付款  91,478,046 
抵押賬  1,061,541,029 
信用證  8,085,215 
未動用信貸  447,055,041 
代收款  21,414,865 
   

根據澳門金管局的規定，本行為代客背書及協定提取 1% 的一般準備。此外，當有証
據顯示代客背書及協定不能全部收回時，本行會提撥或有債務損失的特別準備。 

(b) 經營租賃承擔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本行根據經營租賃在日後應付的最低租賃付款總額 (以澳門
幣計) 如下： 
   
1年內  4,648,835 
1年後但 5年內  3,689,054 

  
 

  8,337,8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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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衍生工具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資產負債表以外的計息金融工具名義金額如下： 

   

 名義金額 

信貸風險 

加權金額 

   

   
外幣掉期 368,576,500 - 

外幣遠期合約 - - 

 
    

這些合約的名義金額指仍未完成的交易量，但並不代表所承受風險的金額。 

4 關聯方交易  

截止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年內，關聯方交易量、結欠及相關收支如下：  

(a) 與關鍵管理人員的交易 

本行的關鍵管理人員 

除本財務報表另有披露的交易和結餘外，本行還向所屬關鍵管理人員提供商業銀行服
務。該等商業銀行服務是循日常業務提供，而所訂條款大致跟與同等信用水平的人士
或 (如適用) 其他僱員進行可資比較的交易時所提供的條款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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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關聯方交易(續 ) 

 (b) 與集團成員的交易 

截止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內，本行與關聯方依循日常銀行業務 (包括貸款、承兌、存
放銀行同業存款、代理銀行交易及發出擔保等) 訂立交易，並按交易時的有關市價定價。   

本行於本年度與關聯方進行交易的金額 (以澳門幣計) 如下： 
   
利息收入  1,942,685 
利息支出  940,562 
已收服務佣金  - 
已付保管及其他服務佣金  - 

本行於結算日與關聯方交易往來的結餘 (以澳門幣計) 如下： 
   
資產：   
   
外地信貸機構存款  18,379,200 
往來賬戶  - 
雜項應收賬款  809,202 
外地信貸機構活期存款  13,777,313 
應收利息  62,865 

負債：   
定期存款  - 
定期客戶存款  507,013 
活期存款  40,852 
應付利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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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資本 

(a) 股本 
   
法定、已發行及繳足 (以澳門幣計) ：   
   
200,000股每股面值澳門幣 1,000元的股份  200,000,000 
 

   

(b) 資本管理 

本行定期檢討資本結構，並在管理資本結構方面充分顧及所屬集團的資本管理常規。 

(i) 自有資金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本行的自有資金達澳門幣 3億 8仟 4佰萬元。該筆自
有資金按核心資本和附加資本兩者之和減去須予扣除項目 (如有) 金額計算。 

自有資金的組成部分如下 (以澳門幣計) ： 
   

 股本  200,000,000 
法定儲備  56,762,954 
其他儲備  112,873 
保留盈利  128,447,514 
年度虧損  (5,533,392) 
    

核心資本總額  379,789,949 

   
一般準備 / 附加資本總額  4,690,720 
    

自有資金總額  384,480,6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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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資本(續 ) 

(b) 資本管理(續) 

(i) 自有資金 (續) 

本行的核心資本包括下列各項： 

- 繳足股本是指 200,000 股法定、已發行和繳足股本。除這些作爲認可資本的
權益股本以外，本行並無其他資本工具。 

- 法定儲備是每年按照澳門《金融體系法律制度》從溢利劃撥作非分派儲備。
澳門《金融體系法律制度》規定，須在隨後每年從稅後溢利中劃撥不少於
20% 的金額作爲有關儲備，直至該儲備達到本行的已發行股本的一半爲止；
之後，每年從稅後溢利中劃撥 10% 的金額作爲有關儲備，直至該儲備相等
於本行的已發行股本。 

- 其他儲備是指一次性轉移以往年度的保留利潤。 

- 保留盈利是指累計未分派溢利 (已扣除按照澳門《金融體系法律制度》劃撥
的法定儲備) 。年度溢利是指在有關期間所賺取的收入。 

本行的附加資本是指按照澳門金管局的一般準備規則所計算的法定儲備。 

(ii) 營運風險調控的具償付能力比率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本行的營運風險調控的具償付能力比率維持在 63.43%

的水平，而澳門金管局的最低監管要求則定於 8% 的水平。營運風險調控的具償
付能力比率是以本行的自有資金 (按信貸風險加權承擔額、市場風險加權承擔額
和營運風險加權承擔額三者之和的百分比計) 計算。具償付能力比率是根據澳門
金管局第 011/2015-AMCM號通告的規定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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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信貸風險管理 

  (i) 按地區分類的客戶貸款及墊款分析 
   

地區 
客戶貸款及 
墊款總額 

逾期 3個月 
的貸款及墊款 

 澳門幣 澳門幣 
   

澳門特區 251,329,891 - 
 

------------------- ------------------- 

其中：   
- 銀行 - - 
- 政府 / 公營機構 - - 
- 其他 251,329,891 - 
   
葡萄牙 77,684,197 - 
 

------------------- ------------------- 

其中：   
- 銀行 -  
- 政府 / 公營機構 - - 
- 其他 77,684,197  
   
香港 22,005,206 2,729,009 
 

------------------- ------------------- 

其中：   
- 銀行 - - 
- 政府 / 公營機構 - - 
- 其他 22,005,206 2,729,009 
 
開曼群岛 40,199,500 - 
 

------------------- ------------------- 

其中：   
- 銀行 - - 
- 政府 / 公營機構 - - 
- 其他 40,199,500 - 
 
其他 2,232,946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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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信貸風險管理 (續)   
   
其中：   
- 銀行 170,446 - 

 -   政府 / 公營機構 - - 
- 其他 2,062,500 - 

             ------------------  ----------------- 

       393,451,740                    2,729,009 

          ===========  =========== 

上述按地區分類的分析乃按借款人所在地劃分，並已顧及轉移風險因素。一般而言，
當有關貸款的債權獲得並非借款人所在地的一方擔保，風險便可轉移。 

(ii) 按地區分類的債務及其他證券投資分析 
   
地區  投資總額 
  澳門幣 
   
香港特區  - 
  

------------------- 

其中：   
- 銀行  - 
- 政府 / 公營機構  - 
- 其他  - 
 
英國  16,079,800 
  

------------------- 

其中：   
- 銀行  16,079,800 
- 政府 / 公營機構  - 
- 其他  - 
 
荷蘭  16,079,8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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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信貸風險管理(續) 
 
 
其中：   

 -  銀行  - 
- 政府 / 公營機構  - 
- 其他  16,079,800 
 

   

合計  32,159,600 
  

  

  (b) 按行業分類的風險承擔額 

下表是按貸款所投放行業分類的客戶貸款及墊款分析資料。 
   

 
客戶貸款及 
墊款總額 

逾期 3個月的 
貸款及墊款 

 澳門幣 澳門幣 
   
製造業 169,403,198 - 
建築及公共工程 20,000,000 - 
貿易 87,217,680 2,729,009 

食肆、酒店和相關業務 29,263,985 - 
運輸、倉儲和通訊 5,607,566 - 
個人貸款 2,104,668  
其他 79,854,643 - 

 
   

 393,451,740 2,729,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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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貸風險管理 (續) 

 資產及負債的期限分析 

資產及負債按尚餘期限劃分的分析 

下表是根據由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至合約到期日止之間的尚餘期間劃分的期限分析： 
          
    金融工具的到期日  

 即時到期 1個月以內 
1個月 

至 3個月 
3個月 

至 12個月 1年至 3年 多於 3年 

 
無限期 

逾期 3個月 
的貸款及墊款 總計 

 澳門幣 澳門幣 澳門幣 澳門幣 澳門幣 澳門幣 澳門幣 澳門幣 澳門幣 
資產          
          
現金及銀行結存與銀行貸款及墊款 126,074,038 - 18,379,200 - - - -  144,453,238 
其他證券 - - - - - - 32,159,600  32,159,600 

客戶貸款及墊款 13,373,704 108,872,109 72,538,843 162,114,837 4,966,926 31,585,321 - 
 

2,729,009 396,180,749 
應收利息 - 260,533 784,088 295,798 - - - 52,332 1,392,751 
 

                  

 139,447,742 109,132,642 91,702,131 162,410,635 4,966,926 31,585,321 32,159,600 2,781,341 574,186,3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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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貸風險管理 (續) 

 資產及負債的期限分析 (續 ) 

資產及負債按尚餘期限劃分的分析 (續 ) 
          
    金融工具的到期日  

 即時到期 1個月以內 
1個月 

至 3個月 
3個月 

至 12個月 1年至 3年 多於 3年 

 
無限期 

其他 
總計 

 澳門幣 澳門幣 澳門幣 澳門幣 澳門幣 澳門幣 澳門幣 澳門幣 澳門幣 
負債          
          
銀行及同業結存 - - - - - - -  - 
非銀行客戶存款 55,908,091 84,221,799 15,695,874 48,160,995 - - -  203,986,759 
公營機構存款 - - - - - - -  - 
控股及聯營公司存款 34,240 - - - - - -  34,240 
應付利息 - 153,725 32,450 134,580 - - -  320,755 
 

                  

 55,942,331 84,375,524 15,728,324 48,295,575 - - - - 204,341,754 
 

                  

          
資產 (負債) 持倉淨額 83,505,411 24,757,118 75,973,807 114,115,060 4,966,926 31,585,321 32,159,600 2,781,371 369,844,5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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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信貸風險管理 (續) 

(d) 已逾期資產的分析 

截止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逾期三個月的資產為澳門幣貳佰柒拾萬，已就其餘額
提撥 40%特殊準備金。 

7 市場風險管理  

根據澳門金管局第 011/2015-AMCM號通告的指引計算得出的市場風險資本要求如
下： 
   
  澳門幣千元 
外匯資本要求   
市場風險承擔額 / 資本要求總額  235 

 
   

加權市場風險承擔額  235 
 

   

8 利率風險 

敏感度分析 

下表假設本行於結算日面對重大風險承擔的利率於該日已經變動，而所有其他風險
變數不變，本行的自有資金經濟價值或會因此即時變更。本行因利率變動而產生的
自有資金經濟價值的實際變動，可能異於敏感度分析結果。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所有貨幣的利率風險加權持倉 (按對自有資金經濟價值
的影響計算) 如下： 
   
  澳門幣千元 
澳門幣  1,753 
港幣  8 
美元  1,8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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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營運風險管理 

營運風險源自本行的日常營運和代理業務。本行的法規部肩負監控和限制本行營運
風險的重任。法規部致力確保遵守經營指引，包括監管和法律規定，並積極主動提
出改善建議。 

本行透過以下途徑管理營運風險：確定、評估、監察、控制及緩解風險；糾正營運
風險事件；以及推行符合本地監管要求所需的其他程序。 

10 外匯風險 

本行以澳門幣作爲功能貨幣。本行所面對的貨幣風險主要源自以美元及其他主要貨
幣計價的金融工具。 

由於澳門幣與港幣掛鈎，而港幣又與美元掛鈎，所以本行認爲這些貨幣之間的匯率
變動風險不大。 

至於以除澳門幣、美元及港幣以外貨幣計價的結餘，相關資產與以相同貨幣計價的
相應負債配對。因此，外匯波動的影響得以減至最低。 

下表列示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的貨幣風險集中情況： 

(澳門幣千元等值) 
       
 港幣 加元 人民幣 歐元 英鎊 美元 
       
現貨資產 142,506 97 90 38 10 632 
現貨負債 - - - - - - 
遠期賣出 - - - - - - 
 

            

長 / (短) 持倉淨額 142,506 97 90 38 10 632 
 

            

 

 



新銀行亞洲股份有限公司 
 

22 

11 流動資金風險 

 (a) 平均流動性 

(i) 年內的平均每週流動性 
   

  澳門幣千元 
   
最低每週庫存現金  4,949 

平均每週庫存現金   16,427 

平均每週流動性是根據澳門金管局的規定按指定比例以特定資產和負債 (如向
澳門金管局遞交的每週申報表所呈報) 的乘積計算得出。 

(ii) 年內的流動資金比率 
   

  百分比 
   
一個月流動比率  717.8% 
三個月流動比率  684.1% 

流動比率是根據澳門金管局的規定以每個曆月最後一周的特定資產所佔負債
的百分比 (如向澳門金管局遞交的每月申報表所呈報) 的簡單平均數計算得出。 

(b) 具償付能力資產的平均數 
   
  澳門幣千元 
   
平均特定流動資產  446,085 
平均基本負債總額  218,632 
特定流動資產與基本負債的比率  204% 

具償付能力資產與相關負債的平均比率是根據澳門金管局的規定以每個曆月的平均
比率 (如向澳門金管局遞交的每月申報表所呈報) 的簡單平均數計算得出。 


